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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道，由中國倡議的“一
帶一路”發展藍圖，未來將與沿線國家合作，逐步落實
具體項目。中國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司長劉健表示，
基建項目是“一帶一路”的優先領域，未來在推進“一
帶一路”建設之時，預期將遇到很多挑戰，長期穩定的
融資安排尤其重要。他謂香港金融管理局成立的基建融
資促進辦公室（IFFO）定位準確，可發揮橋樑作用。

劉健 17 日出席“亞洲金融論
壇”時表示，亞洲國家的多

樣性和內部發展不平衡，對於基
礎設施的需求也比較大；加上
“一帶一路”倡議貫穿歐亞大
陸，沿線國家的經濟互動性很
強，應該有很大發展潛力。另一
方面，市場也意識到未來推進工
作將面對眾多挑戰，特別是跨國
家的區域基建項目，主要是項目
的投資大、週期長、政治風險比
較高，需要“循序漸進，量力而
行”。

劉健：四要點助達標
正由於基建項目的投資金額

巨大、投資回報期較長，長期穩
定的融資安排變得非常重要。

劉健指出，要達至目標，首
先需要沿線中國政府為融資提供
強有力的政治支持，創造良好的
政策環境；其次是發揮公募基金
的作用；其三是發揮多邊開發銀
行的橋樑角色，帶動私人部門進
入這個領域；其四是發展亞洲債
券市場和香港證券市場。

萬個PPP項目入庫
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

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至今有三年多時間。劉健表示，
“一帶一路”在期間取得了很多
成果，且“超出預期”。中國的

基建設施無論是從操作指南、合
同指南，以至項目推進都取得進
展；現時全中國的公私營合作
（PPP）項目入庫有一萬個，主
要圍繞城市化建設的基礎設施，
境內外投資也非常踴躍。

在國家層級合作方面，目前
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表達
了對“一帶一路”的支持，40多
個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合作協議，
有一大批重點項目，包括中巴經
濟走廊、中老鐵路等已逐步落
地。劉健續說，香港是國際金融
中心，在“一帶一路”的融資安
排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他日前到訪由香港金管局策
劃成立的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
（IFFO），又稱讚IFFO“定位非
常準確”，可起橋樑作用，務實
支持基礎設施的建設。

IFFO增九合作伙伴
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17日

為論壇擔任主持時重申，設立IF-
FO的目的，是透過匯聚主要的相
關持份者，促進基建投資與融
資，進一步推廣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

香港金管局17日同時宣布，
IFFO在原有54名合作伙伴的基礎
上，再增添 9 間機構為合作伙
伴，當中包括中國國家電網公司
等（詳見附表）。

財政部：港IFFO定位準 發揮橋樑作用
一帶一路重長期穩定融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大公報報
道，對於着眼長期回報的機構
投資者而言，基建項目一直是
頗受歡迎的投資類別。

由於全球流動性氾濫，近
年到新興市場投資基建的資金
亦見增加。不過，市場人士表
示，發展中國家仍存在不少投
資障礙，這些國家亦要營造良
好的投資環境，以吸引外來資
金。麥格理集團亞洲區首席執
行官魏平說，由於環球資金充
裕，促使這些追逐回報的資金
從已發展國家流入新興市場，
特別是基建投資項目。他舉例
說，以往投資基建項目，其內
部 回 報 率 （IRR） 可 達 10 至
12%；惟現時投資相同項目，
IRR已跌至5至6%。

加拿大養老基金投資公司
現時在全球的基建投資項目，
以金額計達到220億加元。該公
司亞太區主管金秀咿表示，雖
然公司約有20%的項目是在新
興市場，例如亞洲、南美和印
度等，惟80%仍集中在已發展
國家，主要是新興市場的基建
投資仍面對不少問題，例如：
可供投資、又具有相當規模的
項目選擇不多；以及欠缺穩
定、可預測的政府和監管環
境。

滙豐銀行集團總經理兼環
球銀行及資本市場亞太區主管
范禮泉說，在過往8至10年，
大約有60%投入基建項目的資
金是來自銀行借貸，隨着基建
投資的規模擴大，銀行資金將

追不上需求，故需要發展本土
的債券市場、資產證券化市
場，以及運用當地的零售客戶
存款，原因是亞洲區的儲蓄率
相對較高。魏平補充說，新興
市場的政府在吸引外來投資方
面應該“稍微現實一點”，以
及參考其他地區的成功案例。

渣打香港大中華及北亞地
區行政總裁洪丕正表示，世界
經濟面對新常態及新秩序，未
來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但可以
確定的是，創新將是中國未來
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亞洲
區對未來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將
愈來愈大。至於香港，他指香
港將繼續扮演接連中國、亞洲
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聯繫人
角色。

滙豐：需發展本土債券市場

在華外資企業可依法主板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路透社

報道，中國國務院日前正式發佈《關於擴
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干措施的通
知》（以下簡稱《通知》），支持外商投
資企業拓寬融資渠道。外商投資企業可以
依法依規在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上
市，在新三板掛牌，以及發行企業債券、
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和運用非金融企業
債務融資工具進行融資。

中國政府網周二刊登通知全文並稱，
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服務業重點放寬銀
行類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
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保險機構、保險中
介機構外資准入限制，放開會計審計、建
築設計、評級服務等領域外資准入限制，
推進電信、互聯網、文化、教育、交通運
輸等領域有序開放。

外商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同等適用
“中國製造2025”戰略政策措施。鼓勵外
商投資高端製造、智能製造、綠色製造
等，以及工業設計和創意、工程咨詢、現

代物流、檢驗檢測認證等生產性服務業，
改造 提升傳統產業。

同時允參與中國科技計劃
《通知》並指出，支持內外資企業、

科研機構開展研發合作。支持外商投資企
業建設研發中心、企業技術中心，申報設
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根據對等原則，允
許外商投資企業參與承擔中國科技計劃項
目。外商投資企業同等適用研發費用加計
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研發中心等優惠政
策。

通知提出進一步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各部門制定外資政策，要按照《國務院關
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
度的意見》規定進行公平競爭審查，原則
上應公開徵求意見，重要事項要報請中國
國務院批准。各地區各部門要嚴格貫徹執
行中國政策法規，確保政策法規執行的一
致性，不得擅自增加對外商投資企業的限
制。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債轉股
實施，多家商業銀行近日紛紛
簽署債轉股大單，但有些銀行
卻是假轉股真放貸增加槓桿，
有關做法引起中國銀監會關
注。

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表
示，將盡快制定新設市場化債
轉股實施機構試點管理辦法，
明確設置條件、業務範圍及風
險管理等事項。財新網指，尚
福林在2017年全國銀行業監督
管理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把事
情落實，讓債轉股真正起作
用。

報道指，目前從市場曝光
的交易結構看，債轉股並未實
現前述目的，而是僅成為中國
國企降低負債率和槓桿率的賬
面騰挪手段。

如建設銀行債轉股的模式
之一，是建行通過建銀國際，
與中國國企下屬基金公司做雙
GP（一般合伙人），LP（有限
合伙人）則通過建行理財資金
和國企的自有資金成立有限合
伙基金A。

但未披露的是，通過一些
法律條款設計安排，國企這個
GP成為了基金A的實際控制
人，可被納入國企的併表安排
中，由此迅速降低槓桿率；同
時，該基金A通過銀行委託貸款
的方式，將資金提供給國企，
用於置換其存量高息負債。這
種“通過有限合伙基金併表、
實際放委託貸款”的資金安
排，實質是債加槓桿，“明股
實債”。尚福林在會上稱，有
些銀行的做法很明顯是在規避

監管，規避宏觀審慎監管的要求。這樣
會積累風險，可能眼前過得去，後面積
累的風險就越來越多，要從根本解決問
題，除完善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外，亦需
加強控股股東行為監管，及提升董事會
的專業性和有效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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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靜儀）白俄羅
斯共和國第一副總理瓦西里．馬秋舍夫斯
（Vasily Matyushevsky）近日帶領政府代表
團訪港，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於本周一會見
瓦西里．馬秋舍夫斯時，雙方簽署全面性避
免雙重課稅協定。瓦西里．馬秋舍夫斯17
日於一個投資論壇上表示，簽署協定是為支

持中國內地提倡的“一帶一路”倡議，白俄
羅斯作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他期望此
協定能進一步擴大兩地的投資流動，並促進
香港與白俄羅斯的經貿關係。

開發軟件全球10億人使用
白俄羅斯經濟部第一副部長Alexandr

Zaborovski 17 日表示，歡迎港企前來投
資。他指，該國高科技行業的直接投資，
在過去幾年已經增長60多倍，而全世界有
10億人口使用他們開發出來的軟件及電腦
應用，發展潛力高。 他又介紹，中國內地
在白俄羅斯設立的工業園，現時已有幾千
家企業註冊，當中包括超過200間高科技
企業，總投資為10億美元。在稅務方面，

工業園提供大量優惠以吸引企業參與。
Zaborovski透露，此工業園最大的兩個股東
是來自中國內地的企業，而中國招商局集
團亦是其中一個股東。 Zaborovski說，白
俄羅斯對高科技行業的直接投資在過去幾
年已經增長60多倍，全世界有10億人口使
用該國開發出來的軟件及電腦應用。

達成免簽證入境待遇共識
另外，白俄羅斯政府及香港政府在星

期一亦就旅遊免簽證達成共識，讓持有有
效香港特區護照和有效白俄羅斯國民護照
的人士可享相互免簽證入境待遇，每次逗
留時間不超過14天。出席活動的港中旅集
團公司董事長張學武表示，對香港和白俄
羅斯之間新簽訂的協議表示高興，更稱白
俄羅斯營商環境理想，社會亦穩定，隨該
國持續開放，預期會吸引更多外資到該國
投資。

白俄與港簽協定 避免雙重課稅

IFFO新增九名合作伙伴
1）英聯投資

2）美亞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3）荷蘭匯盈投資

4）博楓資產管理公司

5）中國華能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6）高偉紳律師行

7）孖士打律師行

8）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

9）中國國家電網公司

註：根據機構英文名稱排序

■■中國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司長劉健表示中國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司長劉健表示，“，“一帶一帶
一路一路””取得了很多成果取得了很多成果。。

■中國國務院日前發通知指外商投資企
業可依法在主板上市。圖為股民在留意
大市走勢。 網上圖片

■■白俄羅斯第一副總理瓦西里白俄羅斯第一副總理瓦西里．．馬秋馬秋
舍夫斯舍夫斯（（左一左一））和香港特首梁振英和香港特首梁振英((右右
一一))。。 中通社中通社

■■魏平認為投資者需要更好地了魏平認為投資者需要更好地了
解新興市場的情況解新興市場的情況。。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范禮泉認為范禮泉認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可提可提
供很多投資機會供很多投資機會。。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